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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PLOUTOZ是全球首家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旨在为区块链各社区提供半
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数字货币衍生品市场。区块链社区使用PLOUTOZ市场可
以开启自己的衍生品市场，用其社区/公链通证做为保证金交易，达到满足
用户衍生品交易、增加通证使用场景、提高双边市场流动性和锁仓等目的。
同时，PLOUTOZ 也是一个给数字货币长尾市场提供衍生产品的市场。
PLOUTOZ是全球首家推出用区块链社区代币作保证金的合约产品的市场。



（长尾市场：主流市场之外存在部分定位细分的机会，可能出现平台级的产品和技术）

PLOUTOZ产品主要特点
 半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数字货币衍生品市场
 数字货币长尾市场
 区块链社区代币衍生品市场
 区块链社区代币做保证金

我们的愿景是让每一个数字资产都可以进行风险对冲，让每一个区块链社区
都拥有自己的专属衍生品市场。

PLOUTOZ衍生品市场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财富之神Ploutos，她的形象是右手
拿着天平，左手拿着象征着财富的丰饶角Cornucopia，英文有聚宝盆的意思。



1. 项目背景
1.1区块链资产背景

2008年末,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在论坛中发表了一篇论文《A Peer-
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首次提出了区块链的概念和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全新分布式思维。区块链的四个主要的优点是：分布式记账、全流程记录、
不可篡改性和加密技术。根据 Coinmarketcap 的数据，自 2017 年 10 月份以
来，全球数字资产市场单日体量已经超过 200 亿美元，整体市值超过 4000 亿
美元。

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数字货币市场在迅速扩大。各国对区块
链资产的态度，从禁止到开放，再到支持立法，意味着人们逐渐认可区块链
资产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资产区块链技术也正是现代金融行业所需
要的。

1.2衍生品市场现状
随着比特币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来自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开始逐步转向这

一类新兴的金融资产，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品被推出。在全球15719 家数字
货币市场中，有15个提供数字货币衍生产品。前五大加密货币市场提供的衍



生品包括：永续合约，期权合约，定期合约，差价合约以及现货杠杆。产品
同质化严重，种类单一，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

表一主要市场及其业务

名称 主营业务 上线时间

BitMEX 数字资产期货，数字资产掉期 2014.1

OKEx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期货 2013.6

火币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现货杠杆 2013.1

Bitfinex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现货杠杆 2016.1

Exx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期货 2016.1

B网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期货 2015

Zaif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期货 2017.2

BitFlyer 数字资产期货 2014

DEW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期货 2018.1

ZB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期货 2014.10

Bitstar 数字资产期货 2017.6

比权网 数字资产期权 2014.1

LedgerX 数字资产期权，数字资产清算，数字资产
掉期

2013.1

分子未来 数字资产衍生品金融服务 2017.3

BBX 数字资产现货，数字资产期货，数字资产
掉期

2018



1.3 区块链生态市场现状
衍生品还有极大的改善与上升空间，区块链生态的衍生品市场更是一片

未被开发的蓝海。如今的区块链社区代币可以分为公链和基于公链开发的代
币。但是不论是公链，还是基于公链开发的代币，他们都有自己强大的社群，
以及代币的应用。欧链科技赵微曾经指出：“公链加上DApps才是一个完整
的经济体。” 2019年是公链元年，也是DApps爆发的一年。公链上运行着多
少DApps，运行的流畅，顺滑程度以及这些DApps服务多少用户，可以决定
一条公链的价值。在众多的公链中，EOS公链的表现尤为出色。主网上线仅
5个多月，就已迎来了其DApp生态的多次爆发，EOS DApps活跃度直追赶
超以太坊，基于EOS公链生态的衍生品应运而生，需求强烈。所以
PLOUTOZ公链生态衍生品市场从EOS公链生态切入，适时弥补了市场的空
缺，极大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单位：亿人民币)

根据我们近期调查发现：
• 6种主流数字货币中，只有EOS的期货体量多于现货。



• EOS生态用户大多为风险偏好型用户，用户身上的冒险因子和EOS社
区共识机制给EOS生态衍生品市场提供了机会和支持。

• PLOUTOZ将以EOS生态代币衍生品作为行业切入点，打造国际化的
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

• PLOUTOZ终将为区块链各社区提供半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数字货币衍
生品市场。致力于为区块链社区搭建属于他们自己的衍生品市场。

1.4 区块链竞争币市场现状
如今的数字货币市场上流通2129种的数字资产（Coinmarketcap），其

中24小时成交量低于10亿人民币的，投资者统称他们为竞争币。另外的一部
分作为主流币在市场上流通。竞争币相对于主流币来讲，流动性和市场体量
不充足，单价不理想，社群不成熟。所以在以上提及的15家市场提供衍生产
品中，仅围绕10余种主流币。并且体量皆为比特币主导，占总市场份额的
52.7%（Coinmarketcap）

表二主流市场比较
名称 BitMEX OKEx

合约类型 8个主流币种
（BTC,ADA,BCH,EOS,ETH,LTC,
XRP,TRX），10种合约产品

8个币种
（BTC,ETH,LTC,ETC,BCH,XR
P,EOS,

BTG），24种合约产品

杠杆倍率 自定义，最高100 10，20

保证金规
则

张数/所购数字资产预计成交价值 成交时刻与合约价值等值的数
字资产数量/杠杆倍数

掉期合约 有 无

从以上衍生产品细节，我们发现，BitMEX合约类型较为单一，币种包
括BTC,ADA,BCH,EOS,ETH,LTC,XRP,TRX等流动性较好的主流币种。同时产
品种类单一，仅以月度交割。在BitMEX提供的衍生产品中，BTC活跃度最高，



占BitMEX总体量的99%以上。OKEx同样也是围绕
BTC,ETH,LTC,ETC,BCH,XRP,EOS,BTG这八种广为人知的币种，产品较为丰
富，当周，次周，季度三个时间维度提供多种交割服务。

BitMEX和OKEx选择的币种有极大程度上的重叠，币种单一。

衍生品市场现如今被BTC等主流币所垄断，竞争币的衍生品市场目前
处于待开发的状态。

1.5 行业痛点
 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待开发
固然主流币的流动性好，市值大，群众基础好。但是这个市场被主流
币垄断是不健康，也不成熟的。区块链社区代币涵盖了70%的虚拟资产
用户，他们也需要风险对冲市场。

 衍生品市场难度和用户教育程度不匹配
由于大多数用户对于衍生品了解不深，又抱有极大热情。所以在较为
复杂的衍生品市场中不当的操作会造成用户和衍生品市场双方的损失。

 衍生产品同质化严重
市面上大多数衍生产品，都是围绕着流动性前十名的币种去做传统的
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同质化严重，缺少新意，不能满足投资用户的
多种操作需求，尤其是风险偏好型的区块链社区用户。

 安全稳定性低
对于衍生品市场，安全问题不容小觑。随着价格的攀升，各种数字货
币系统被攻击、数字货币被盗事件不断增加，被盗金额也是一路飙升。
为市场和热爱区块链的用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市场业务不完善
多数衍生品市场的业务流程处理得不够完善，功能缺失，产品体验非
常原始，并不能完全满足多方投资者的需求。在金融衍生品发展迅速
的今天，我们应该借鉴和使用传统金融市场的优点，用最先进的技术
和设计，为区块链资产市场的参与者提供最佳的产品体验。



 流动性差
对于数字货币衍生品市场，流动性是至关重要的。现如今，由于市场
流动性差，大部分市场在撮合买方和卖方的时候会造成滑点现象。同
时，数字货币价格的高波动性和一边倒的市场预期不仅仅会造成用户
的亏损，对于市场造成的亏损无疑也是巨大的。

1.6我们的愿景和目标

我们的出现是为了建立一个面向世界的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我们
的使命是为区块链爱好者提供一个安全、公平、快速，完善的风险对冲市场。
我们致力于让每个区块链社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衍生品市场。我们希望每
个区块链社区都可以用自己的链，建设半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数字货币衍生品
市场。区块链社区使用PLOUTOZ市场可以开启自己的衍生品市场，用其社
区/公链通证做为保证金交易。满足用户衍生品交易的情况下，增加通证使
用场景、提高双边市场流动性。

在金融产品高速发展的今天，除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币以外，一些
优秀的区块链项目相继出现，拥有了一大批拥戴者。PLOUTOZ通过设计规
则，增强流动性和风控管理等方式，支持所有区块链社区开辟自己的衍生品
市场，来满足各类投资者的需求，实现全币种的风险对冲。PLOUTOZ团队
经验丰富，专业成熟的金融系统风控能力，能够最大范围的保证用户安全。
我们将放大海外团队优势，携手优质投资人及顾问团队，以及成熟的技术来
实现我们的愿景和目标。为推进数字货币的发展尽一份力。

2. PLOUTOZ简介

2.1 关于PLOUTOZ

PLOUTOZ是由希腊神话里的幸运女神，



财富女神，命运女神Ploutos的名字演化而来。希腊神话中的Ploutos右手拿着
天平，左手拿着丰收羊角。寓意着，我们希望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衍生品市
场去带给用户丰收的希望。我们相信，区块链产业在未来一定有着光明，长
远的发展。PLOUTOZ作为全球首家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针对区块链代
币和数字货币长尾市场设计定制化的衍生产品，增强流动性和风控管理等方
式来满足各类投资者的需求。让区块链生态代币能有风险对冲的机会。也让
区块链社区能拥有自己的半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市场。PLOUTOZ的系统
具备完善的风控机制以及强大的底层架构，为投资者带来安全，可靠，稳定
的体验。

2.2 衍生品市场介绍

2.2.1 技术构架



衍生品市场的构成采用云技术来实现，通过安全访问控制层、服务提
供层和核心层组成的三层结构，保证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在云端上运行的扩展性系统包括“区块链功能节点”、“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数据库”以及“数据存储”。

这样的构成能够满足安全性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系统在扩展性方面
的要求。在系统的最前端由“SSL/Firewall/DDos防御/WAF病毒检测/多因素
认证”等诸多安全组件，组成了安全访问控制层，用于防止外部攻击。三层结
构的安全访问控制严格程度逐层升高，并且能够保证在某一层结构被渗透后，
能够阻断黑客的继续入侵，从而保证核心数据的安全。



同时系统在由云端提供的7*24小时的监控下，可以实时的对数据吞吐量、
资源占用情况和安全稳定情况进行完全掌控。通过这样的系统结构以及云技
术，使得系统更稳定，并且实时保证高可用性。

2.2.2 系统功能群

PLOUTOZ功能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后端两部分。客户端包括用户使用的
移动端APP和WEB站点，客户端考虑设备的特性分别在用户体验上略有不同。
例如，用户使用移动端APP能够快速下单，并以市价进行平仓，使操作短平
快，适合进行短线操作。而WEB端则更专业，能够提供更精细的杠杆设置、
止盈止损设置、限价平仓以及追加保证金等功能，更适合进行长线操作。

PLOUTOZ的后端包括撮合系统、风控系统、财务系统和结算系统。撮
合系统主要实现对用户的委托进行撮合，使挂单能够成功。撮合系统的特点
是高效、准确和公平。风控系统主要对用户的仓位进行监控，防止穿仓现象
出现。并且风控系统能够在保证对手的双方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撮合，
防止穿仓造成损失。财务系统主要为用户的充值和提币提供服务，并对
PLOUTOZ市场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的监控，一旦发现账务异常，将会
发出报警。结算系统主要负责对手续费和平仓进行资金结算，以及在发生穿
仓时，使用保险基金进行结算。

PLOUTOZ衍生品市场支持的功能包括：永续合约，实物交割以及其他衍生
产品。

 永续合约
为了减少恶意操控合约市场价格导致爆仓的发生，同时降低穿仓亏损
分摊的金额和频率。PLOUTOZ将推出永续合约，其模式和期货一致，
区别在于没有交割日。即只要你的仓位只要没爆仓，则永远不会被动
平仓，可以看做一个可持续使用的期货合约。

 实物交割
除永续合约外，PLOUTOZ提供区块链代币的实物交割。也是唯一一个
区块链生态代币的实物交割合约，实物交割不仅仅提供给区块链社区
用户一个新的玩法，还有利于市场价格的良性增长。

 其他定制化的衍生产品
后期，PLOUTOZ将上线多种衍生产品进行数字资产风险对冲，例如差
价合约，CDOs，期权等衍生产品。



2.2.3 流动性支持

PLOUTOZ作为国际团队，在行业内有丰富的资源及合作伙伴。在系
统上线前，已和多家量化基金、机构达成共识。为PLOUTOZ衍生品市场提
供充足的流动性，给用户带来良好的体验。

2.2.4 衍生品市场风控模块

 概述
风控模块作为一个独立于后台撮合系统的模块，接收撮合系统的行情，
实时计算各账户与整体持仓的风险度，并根据结算与止损、减仓、强
平规则进行相应自动化执行与提醒动作，保障市场与用户的安全，杜
绝风险事件。

 依赖条件
风控模块的业务规则依赖于衍生品市场整体业务规则，同时也依赖于
衍生品市场后台系统的稳定性与接口的支持。
总体来说，风控模块的依赖包含如下:

1. 结算与风控规则确定
风控模块的执行首先要确定衍生品市场的风控规则，如强制平仓
规则、强制减仓规则、维持保证金率等，还需要用户的账户结构
和杠杆比率，所有规则确定以后，再需要确定强制减仓和平仓触
发的条件，如触发价格是标记指数价格还是合约当前成交价格。
对于风控操作中出现的极端事件，如无法在规定的时间与价格范
围内强平，需要设计重试规则与兜底预案。

2. 后台系统需要有完整的API 推送功能，包括:实时成交推送、实
时指数行情推送、实时用户账户状态变化推送(账户新增、资金
调整变化、持仓变化、订单变化等)。

3. 后台系统提供平仓单（止损平仓或强制平仓）发送API，包含限
价单、市价单委托。

 系统功能说明
风控模块将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1. 用来判断保证金余额、账户资金授权、可开仓上限、杠杆比率等
是否符合相关设定。

2. 根据实时成交与资金变动情况，计算各用户各持仓杠杆比例与风
险度，实时统计;

3. 根据设定的业务规则与参数，对于保证金到达警戒线的用户，通
过数据库写入或者MQ消息提交的方式，进行预警;

4. 根据设定的参数，对于达到强制减仓线或者强制平仓线的用户，
进行强制减仓或平仓处理。强制减仓或平仓操作应预先考量对于
衍生品市场盘面的压力情况，必要时进行发单控制，降低风险，
减轻对于盘面影响

5. 风控模块提供管理 Web 端，进行相关参数设置，并可供管理员
实时观察风险度与异常情况。支持管理员手工平仓或撤销订单。

 风控机制
1. 指数价格标记：作为一个专业的衍生品市场，PLOUTOZ深知市
场深度的深刻影响。衍生品的成交量一般小于现货，更易受到操
纵。PLOUTOZ使用现货加权价格得出的指数价格计算客户的未
实现盈亏和强平价格。

2. 逐仓分仓：指每一笔开仓委托，成交后生成一笔对应的持仓记录，
衍生品市场的持仓结构需要支持逐仓模式。风控引擎采用逐仓模
式进行监控和强平操作。

3. 强制平仓：在PLOUTOZ永续合约里，当发生的亏损额使得仓位
保证金触及维持保证金水平时，触发系统强制平仓。系统以破产
价格接管用户的仓位。

4. 自动减仓：如果强平仓位未能够在市场平仓，并且当标记价格达
到破产价格时，自动减仓系统将会对持有反方向仓位的投资者进
行减仓。减仓的先后顺序将根据杠杆和盈利比率决定。减仓的优
先次序是通过收益和杠杆计算出来的。收益多的和杠杆高的用户
会首先去杠杆化。系统将多空双方分开由高之低排序。

5. 止损委托：用户在挂单时，可以自己设定止损的触发标准。
6. 保险基金：强制平仓时，以优于破产价格平仓，仓位的剩余保证
金归于保险基金。保险基金用于补偿无法在市场上以破产价格平
仓的仓位。

2.2.5 多语言支持



PLOUTOZ第一上线版本支持中英双语，后期会逐步支持包括日，韩等
其他语言。

2.2.6 全网客户端支持

PLOUTOZ将提供多种客户端的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客户端。

2.2.7 Web浏览器画面

WEB浏览器画面可以通过互联网，用Web 浏览器访问PLOUTOZ提供

的全部服务。UI 画面的设计主要考虑用户的便利，使用最新的UX用户体验

技术，提供直观的操作感很强的设计。PLOUTOZ技术团队拥有多年为金融

IT服务提供前端系统服务的经验，在提供高操作性的同时，还充分考虑把系

统延迟降至最低，实现高用户满足度系统。



3. 关于PLO通证
3.1概要



PLO的英文全称是 PLOUTOZ Token，是PLOUTOZ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发
行的“通证”。PLO是PLOUTOZ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的权益证明，用户持
有PLO可深度参与所有区块链社区衍生品的未来发展。通证“PLO” 基于EOS
公链开发，是PLOUTOZ公链生态衍生品市场的权益证明，可作为
PLOUTOZ衍生品生态的支付代币，和保证金来使用。也将用于合作伙伴基
金，生态联盟建设、社区建设，以及用于所有由PLOUTOZ打造的公链衍生
品市场中保证金、佣金打折，清算，支付，以及跨公链衍生品的清算，支付
作用。

3.2 发行方式

PLO总量为1,000,000,000（10亿）个，承诺永不增发。首次流通50%（5亿）其
中15%用于战略伙伴基金，35%用于奖励和社区运营；剩余50%（5亿）锁仓，
分4年释放完成，其中15%为创始团队早期持有，25%用于生态系统建设，
10%用于投资生态系统项目。

3.3 运营方式
3.3.1 PLO的价值
 手续费折扣



作为衍生品生态支付代币，凡是使用PLOUTOZ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
场的用户，在持有足额的PLO情况下，无论何种代币，何种产品，系
统会对所需支付的手续费进行打折优惠(具体折扣率见下表)，并按当时
市值折算出等值PLO数量，使用PLO完成手续费的清算和支付。 PLO
作为价格基准币进行使用。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折扣率 50% 25% 12.5% 6.75%

 作为保证金使用
作为衍生品生态代币,PLOUTOZ将会开放PLO作为计价单位的衍生品
市场，PLO可以在PLOUTOZ衍生品市场作为合约保证金来使用。在
此种使用场景下，PLO可相当于PLOUTOZ市场中的稳定币。

 区块链社区衍生品支付通证
PLOUTOZ致力于为区块链社区搭建属于他们自己的衍生品市场，并
且从EOS公链生态作为行业切入点建立衍生品市场。
PLOUTOZ为区块链社区提供特制化的基本协议，让每个区块链社区
都能拥有自己的半中心化和去中心化衍生品市场。为每个区块链社区
提供风险对冲工具。PLO, 作为PLOUTOZ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的支
付代币，将在所有由PLOUTOZ搭建的区块链社区衍生品社区里作为
“衍生品通证”来打折，清算，以及支付的使用。

 跨链衍生品支付通证
PLO不仅是区块链社区内流转的“衍生品通证”。PLO最大的特点是，
跨链的清算和支付功能。由PLOUTOZ搭建的区块链社区衍生品市场
之间，PLO可以用作价格稳定基准币，可具备跨链清算和支付的功能。

4. 盈利模式

作为数字资产衍生品市场，PLOUTOZ的收入及利润主要来自用户使用
时支付的手续费。



5. 项目进程

盈利模式 说明

手续费 用户在使用PLOUTOZ衍生品服务时，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手
续费。后期会根据运营需要，根据Maker和Taker，及用户历
史体量级别，设置不同手续费比例。

提现手续费 用户在PLOUTOZ进行资产提现时，需要支付给PLOUTOZ的
费用。

持仓手续费 每24小时向持永续合约仓位的用户收取一定的持仓费用，年
化率为7%。

上币费 PLOUTOZ会不定期上线一些优质代币加入衍生品市场，并
且向其收取一定数额的费用。

其他费用 其他通过各类自身资源输出获得的收入。



6.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6.1 免责声明

该文档只用于传达信息之用途，并不构成买卖PLOUTOZ股份或证券的相关
意见。任何类似的提议或征价将在一个可信任的条款下并在可应用的证券法
和其它相关法律允许下进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构成投资决策或具体建议。
本文档不构成任何关于证券形式的投资建议，投资意向或教唆投资。本文档
不组成也不理解为提供任何买卖行为或任何邀请买卖任何形式证券的行为，
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约或者承诺。
PLOUTOZ明确表示相关意向用户了解PLOUTOZ市场的风险，投资者一旦参
与投资即表示了解并接受该项目风险，并愿意个人为此承担一切相应结果或
后果。PLOUTOZ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参与PLOUTOZ项目造成的直接或间接
的损失，包括:
1）因为用户操作带来的经济损失
2）由个人理解产生的任何错误、疏忽或者不准确信息;
3）各类区块链资产带来的损失及由此导致的任何行为。
PLOUTOZ衍生品生态支付代币或 “PLO”，是PLOUTOZ衍生品市场的支付代
币。PLO不是一种投资。我们无法保证PLO一定会增值，在某种情况下也有
价值下降的可能，没有正确使用其PLO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PLO的权利，甚
至会可能失去他们的PLO。PLO不是一种所有权或控制权。控制PLO并不代
表对PLOUTOZ的所有权，PLO并不授予任何个人任何参与、控制，或任何
关于PLOUTOZ决策的权利。

6.3风险提示

安全

许多数字资产市场因为安全性问题而停止运营。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
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100%安全，例如: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
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安全。



竞争

我们知道衍生品市场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领域，但在这个时代，任何好的
概念，创业公司，甚至是成熟的公司都会面临这种竞争的风险。但对我们来
讲，这些竞争都是发展过程中的动力。


